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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一
娱乐

名师示范

第一部分：口头表达（3—4分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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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图指导

这是一张演唱会的图片，图中有一个歌手在舞台上唱歌，舞台上有伴舞的演员，

舞台四周都是手拿荧光棒的观众。舞台的上方还有大屏幕，现场直播演唱会的情景 。

由这张图片可以联系到的话题有休闲娱乐、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和生活故事等。

如果从休闲娱乐这个话题来谈这张图片，可以拓展的方面包括 ：

1. 青少年喜爱的娱乐活动。

2. 影视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

3. 明星偶像对青少年的影响及青少年的追星现象。

4. 青少年如何选择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

二、思维导图 

O&P：图片描述

E：个人追星体验

E：盲目追星的现象

E：如何正确追星

C：总结观点

偶像崇拜

选择积极、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

我喜欢韩国偶像团体EXO的原因

追星应该更注重内在而不是外表

学习明星努力的精神、积极的态度
不应滥用时间和金钱去追星
不要把偶像神化

整体：演唱会现场图片

细节1：舞台正中间的歌手

细节2：舞台布置和舞台四周

花大笔钱买明星同款

社交网络关注明星动态

逃学参加明星粉丝见面会

为明星自杀

  

三、报告范文    

（O）

这张图片描述的是演唱会的场面。舞台正中间有一位歌手在唱歌，舞台四周

坐满了手拿荧光棒的观众，我猜想这一定是位很受欢迎的歌手的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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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图片上整个舞台看起来像一个双层蛋糕，在舞台第二层正中间，有一位身穿

白色衣服的歌手正在唱歌，而舞台第一层四周有身穿红色衣服的伴舞。舞台的上

方有一个屏幕，大屏幕正在现场直播演唱会的场景，我猜想这是为了方便坐在远

处的观众看演唱会。从大屏幕上的汉字，我猜想这应该是一位华人歌手的演唱会。

舞台的四周坐满了手拿荧光棒的观众，我猜想这位华人歌手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一定拥有众多的粉丝。

（E）

看明星演唱会，可以让人尽情享受音乐的魅力并释放压力。这是青少年喜爱

的娱乐活动之一，我也不例外。我最近喜欢看韩国 EXO 组合的演唱会。EXO 是

一个男子偶像组合，由九位韩国和中国的明星组成，我最喜欢的是来自中国的张

艺兴。我每天都会听他们的歌，我还喜欢搜集他们的海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

去韩国看一次他们的演唱会。

我之所以喜欢 EXO，不只是因为他们长得帅，唱歌好听，还因为我觉得他们

是一群刻苦努力的年轻人。俗话说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EXO 为了在舞

台上展现出最好的一面，每天必须花很长时间练习唱歌、跳舞。为了保持身材，

他们每天都要坚持锻炼身体。通过长期的刻苦训练，他们才成为耀眼的明星。就

像一句俗语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意思就是，只有经历各种辛苦，

才能成为出色、成功的人 。所以我认为青少年崇拜明星，不能只看到明星们收获

的鲜花和掌声，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刻苦努力、追求梦想的精神。

然而在生活中，有些青少年却盲目地追星。他们不惜花大笔的钱去购买各种明

星同款产品，通过社交网络关注明星的最新情况，逃学去参加明星的粉丝见面会，甚

至为明星自杀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追星行为，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学习和身心健康。

我认为正确的偶像崇拜，首先是学习偶像身上刻苦努力的精神，学习他们积

极正面的人生态度。其次，青少年不应滥用时间和金钱去追星，却忽视了自己的

学习和家人。最后，我们要正确看待偶像。偶像也是人，也有生活、家庭、苦恼、

病痛等，千万不要把偶像神化了。

（C）

总而言之，青少年需要娱乐活动，让自己在繁忙的学习中放松身心、释放压力。

我认为青少年应该选择积极、正面、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项目，做到劳逸结合。

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真正地放松，并促进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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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词汇、句型、语言点

（一）基础词汇

序号 词语 拼音 英文

1 屏幕 píngmù screen

2 粉丝 fěnsī fan

3 魅力 mèilì charm

4 搜集 sōují collect

5 愿望 yuànwàng wish

6 展现 zhǎnxiàn show

7 保持 bǎochí maintain

8 坚持 jiānchí keep doing

9 出色 chūsè excellent

10 盲目 mángmù blind

11 不惜 bùxī at any cost

12 崇拜 chóngbài adore/worship 

13 精神 jīngshén spirit

14 忽视 hūshì  neglect/ignore

15 促进 cùjìn promote

（二）进阶短语

序号 短语 拼音 英文

1 尽情享受 jìnqíng xiǎngshòu indulge

2 释放压力 shìfàng yālì release stress

3 偶像组合 ǒuxiàng zǔhé idol group

4 刻苦努力 kèkǔ nǔlì hard -working; diligent

5 耀眼的明星 yàoyǎn de míngxīng shining star

6 追求梦想 zhuīqiú mèngxiǎng pursuit of dreams

7 滥用时间 / 金钱 lànyòng shíjiān/jīnqián misuse time/money

8 劳逸结合 láoyìjiéhé a proper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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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用俗语

序号 中文 英文解释

1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Ten minutes of brilliant performance onstage, ten years of 

hard work offstage.

2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Only by experiencing the severest hardships can one rise 

above the ordinary.

（四）语言点

1. 由……组成……  consist of 
1） EXO 是一个青春偶像组合，由九位韩国和中国的明星组成。

2） 校篮球队由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男生组成。

造句 ：  

2.  之所以……，不只是因为……，还因为……  the reasons of…，not only because…， 

                    but also…

1） 我之所以喜欢 EXO，不只是因为他们长得帅，唱歌好听，还因为我觉得他们是

刻苦努力的年青人。

2） 我之所以喜欢看这部电视剧，不只是因为剧情精彩，还因为这部电视剧包含了

很多历史文化知识。

造句 ：  

3. 通过……，才……  through…， then…  
1） 他通过长期的刻苦训练，才成为耀眼的明星。

2） 他通过努力学习，才考上了哈佛大学。

造句 ：  

4. 只有……才能……  only…then…

1） 我认为青少年应该选择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项目，做到劳逸结合。只有这样，

才能让自己真正地放松，并促进学习和生活。

2） 只有合理安排时间，才能平衡学习和娱乐活动，做到劳逸结合。

造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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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后续讨论（5—6分钟）

一、 你刚才说到你喜欢韩国明星，现在很多青少年也和你一样喜欢他们。你认为为什么这么多
人喜欢韩国影视文化呢？

现在很多人喜欢韩国的音乐、电视剧和商品，我也一样。大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哈

韩”。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

首先，韩国的明星都是帅哥美女，而且穿着打扮时尚，是很多青少年模仿的对象。

其次，韩国电视剧情节特别浪漫，故事也很感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

都喜欢追韩剧。比如前两年在亚洲很流行的电视剧《太阳的后裔》(Descendants Of 

the Sun)，人们不仅被男女主角的时尚品味吸引，也被剧中浪漫的故事给迷住了。

最后，韩国流行服饰和化妆品在各个国家随处可见，韩国明星带动了大家对这

些商品的喜爱和消费，从而形成了大家所说的“哈韩”现象。

二、 你提到青少年要选择积极正面的娱乐项目，请详细介绍一下哪些娱乐活动会对青少年产生
正面影响。

在我看来，积极正面的娱乐活动不仅能让青少年放松身心，还能促进他们学习

和成长，比如参加各种运动和科学俱乐部、玩益智游戏、弹奏乐器和参加校园乐队等。

运动可以让青少年拥有更强壮的身体，参加科学俱乐部和玩益智游戏可以锻炼学生

的思考能力，弹奏乐器或参加校园乐队可以让青少年提高艺术品位。这些都是有益

于身心健康，并能对青少年产生正面影响的娱乐活动。

三、关于崇拜偶像，你认为学校应该如何引导学生？

崇拜偶像，对中学生的影响是利弊并存的。我认为学校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引导

学生，避免偶像崇拜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学校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娱乐明星以外的杰出人物，并邀请一些对社会有

杰出贡献的人到学校演讲，给学生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 

其次，教育学生要懂得崇拜偶像不只是盲目模仿他们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学习

偶像们努力、永不放弃的精神。

最后，学校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要懂得选择偶像身上的优点来学习，

而不是盲目地崇拜，不要认为偶像身上的一切都是值得自己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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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你谈一谈你最喜欢的娱乐活动。 

我喜爱的娱乐活动是去游乐园玩。在游乐园有很多不同的娱乐设施，比如过山

车（云霄飞车 Roller Coaster）、摩天轮 (Ferris Wheel)、海盗船（Pirate Ship）、4D 电影

院等。我去过的游乐场有新加坡的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中国香港的迪斯尼

乐园（China’s Hong Kong Disneyland)。这些游乐园里不仅有刺激的娱乐设施，也有

可爱的卡通造型，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特别适合一家人一起去。每次去游乐园，我

一定会玩的娱乐项目就是刺激的过山车，在尖叫中释放压力。有些人觉得过山车很

恐怖，可是对我而言，玩过山车不仅能让我释放压力，也让我有挑战自己的成就感。

五、请你谈一谈一个对你有深远影响的人。

在我的生活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的爷爷，因为他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教

我做一个勤奋、诚实和爱国的人。他告诉我，做人有三点最重要。

第一，要吃苦耐劳，努力勤奋。爷爷年轻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争，历尽了千辛万苦，

才从中国来到我们现在生活的国家。爷爷说，那时候为了多赚一点钱，他同时打好

几份工，从来不怕辛苦，后来才慢慢积累了现在的家业。

第二，要诚实守信。爷爷说，不管是跟别人交朋友，还是生意上的合作，都要

诚实守信，这样才能交到真心的朋友，才能有长久的生意伙伴。

第三，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国。虽然爷爷离开中国很多年了，但只要有时间，他

就会带我们回中国看望那里的亲戚。我们家里一直保持着传统的中国习俗，比如过

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去祭拜祖先。

爷爷告诉我的这些道理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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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示范

第一部分：口头表达（3—4分钟）

一、审图指导

这张图展示的是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的场景。图片中有一家三代，电视画面中是

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小女孩，手里拿着红色灯笼。根据图片内容可以拓展的方面有 ：

1. 亲子一起看电视的好处有哪些？

2. 看电视与看在线视频的比较。

3. 电视对青少年的影响。

4. 促进家庭凝聚力的家庭活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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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维导图

O&P：图片描述

E：亲子看电视的好处

E：人们不经常看电视的原因

C：总结观点

家人一起看电视

整体：一家人一起看电视

细节1：面向镜头的高清电视

细节2：五口之家看电视

细节3：一起坐在沙发上

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

在线看视频很方便

亲子一起看电视是一项值得推荐的娱乐活动

缓解压力

加强亲子沟通

向孩子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三、报告范文     

（O）

通过仔细观察，我认为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五口之家一起看电视的温馨画面。

通过照片的背景和房间里摆设的物品，我推断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他们家的客厅拍

摄的。通过客厅里的灯光，我猜测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晚上。

（P）

这张照片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面向镜头的那台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身穿

红色传统服装的小女孩，她手里提着红色的灯笼。由此可以推断，他们一家人应

该在观看一个和春节有关的节目。这张图片中有五个人，离镜头较远的那两位长

辈应该是小女孩的爷爷和奶奶。我猜想背对着镜头的这三个人应该是一个三口之

家。虽然我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但是从父母和孩子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以看出，

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应该十分良好。

（E）

目前，在中国，像照片中这样的五口之家是很常见的。虽然近年来中国已经

开放了二胎政策，但是很多家庭还仍然是独生子女家庭。

看到这张照片时，我不禁联想到自己小时候，饭后看电视是一项少不了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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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活动。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温馨的画面。我个人认为，全家一起看电视是个

非常值得鼓励的娱乐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首先，看电视可以缓解压力。对孩子来说，看电视时，他们可以忘记学业压力。

对父母来说，精彩的电视节目可以使他们忘记工作的烦恼，有时可以使他们心情

愉悦。

其次，家人一起看电视有助于加强亲子沟通、缓解代沟问题。父母和子女可

以一边观看电视节目一边讨论，这样大家可以交流想法，加强对彼此的了解。此外，

父母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陪伴家人看电视，可以增强家族凝聚力。正所谓 ：“家

和万事兴。”一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和和睦睦，十分难得。

最后，父母在陪同孩子观看电视的同时，可以借电视里的内容，通过轻松的

谈话，引导孩子学习电视节目所传达的积极的价值观。

不过，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在电子设备上看在

线视频，而不再看电视了。这会让原本整个家庭的活动变成了个人活动。如果年

轻人长时间在自己的房间里用电脑，就会减少跟家人沟通的时间，可能会使亲子

关系变得更疏远。这样一来，年轻人容易变成宅男宅女。

（C）

总而言之，亲子一起看电视是一项值得推荐的娱乐活动。俗话说 ：“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与其自己看在线视频，不如与家人一同观看。所以，我在此呼吁大

家少看一些在线视频，多陪亲朋好友一起看电视。

四、词汇、句型、语言点

（一）基础词汇

序号 词语 拼音 英文

1 观察 guānchá observe

2 记录 jìlù record

3 播放 bōfàng playing

4 不禁 bùjīn cannot help

5 联想 liánxiǎng connect in the mind

6 代沟 dàigōu generation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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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导 yǐndǎo guide

8 传达 chuándá convey

9 积极 jījí positive

10 价值观 jiàzhíguān values

11 随着 suízhe along with

12 疏远 shūyuǎn  become estranged from

13 呼吁 hūyù appeal

（二）进阶短语

序号 短语 拼音 英文

1 五口之家 wǔ kǒu zhī jiā a family of five

2 温馨画面 wēnxīn huàmiàn warm picture

3 印象深刻 yìnxiàng shēnkè impressive

4 由此可以推断 yóucǐ kěyǐ tuīduàn from this it can be inferred

5 背对着镜头 bèi duìzhe jìngtóu back onto the camera

6 亲子关系 qīnzǐ guānxì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7 开放了二胎政策 kāifàngle èrtāi zhèngcè a two-child policy is implemented

8 独生子女 dúshēng zǐnǚ one child

9 娱乐活动 yúlè huódòng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10 缓解压力 huǎnjiě yālì relieve stress

11 心情愉悦 xīnqíng yúyuè cheerful

12 百忙之中 bǎimáng zhī zhōng busy

13 增强凝聚力 zēngqiáng níngjùlì enhance cohesion

14 和和睦睦 héhé=mùmù harmonious

15 日新月异 rìxīn=yuèyì change rapidly

16 电子设备 diànzǐ shèbèi electronic equipment

17 在线视频 zàixiàn shìpín online video

18 宅男宅女 zháinán zháinǚ indoorsy; home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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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用俗语

序号 俗语 英文

1 家和万事兴。 If the family lives in harmony, all affairs will prosper.

2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Enjoying happiness alone is not as happy as sharing it.

（四）语言点

1. 像……  be like…

1） 目前，在中国，像照片中这样的五口之家是很常见的。

2）我从来都不看像这样的真人秀节目。

造句 ：  

2. 正所谓……  as the saying goes…

1） 正所谓 ：“家和万事兴。” 

2）正所谓 ：“活到老，学到老。”

造句 ：  

3. 这样一来……  as thus…

1） …… 可能会使亲子关系变得更疏远，这样一来，年轻人容易变成宅男宅女。

2）应该控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这样一来，孩子才不会……

造句 ：  

4. 与其……不如……  rather than…

1） 与其自己看网络视频，不如与家人一同观看。

2 与其看电视，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造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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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后续讨论（4—5分钟）

一、假如你是照片里的孩子，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如果我是照片中的孩子，我会觉得很幸福，因为我可以和父母一起看电视。在

现实生活中，我平时学业繁忙，父母忙于工作，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休闲时光。所以

我非常羡慕图片中的这个家庭。

另外，即使我和家人都有时间，大家也是在各自低头玩自己的手机，很少坐在

一起看电视。幸福的亲子时光是金钱买不到的。如果我是图片里的孩子，我肯定觉

得很幸福。

二、 你刚才提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电子产品上看在线视频，你觉得为什么在线视频越来
越流行？ 

我认为在线视频越来越流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第一，近些年，随着智能手机和电脑的普及，几乎是人手一机。这些电子设备

体积较小，携带方便，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手机看在线视频，不受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

第二，在线节目选择多，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节目。网上有五花八门

的视频，只要输入关键字，就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节目。而传统的电视节目选择较少。

第三，在线视频节目轻松娱乐、搞笑。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可以

上传自己拍的视频，这些内容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像最近中国比较流行的抖音软件

就吸引了很多人。

第四，很多在线视频提供互动功能，观众看完之后可以对这些视频发表评论，

也可以转发或分享给自己的朋友，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平台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这

一点是传统电视媒体做不到的。

三、你刚说到了很多看电视的好处，那你觉得看电视对青少年有哪些负面影响？

凡事都有两面性。看太多电视对青少年也有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由于青少年缺乏自制力，再加上现在的电视节目都非常精彩，有的青少

年对看电视节目上瘾。比如有些女生一直追韩剧，甚至熬夜看电视，长期下去，会

对视力造成伤害，导致近视，甚至有些人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这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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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学习，导致成绩一落千丈，荒废学业。

其次，青少年思想不成熟，很多时候还无法判断是非，一些不良节目会误导青

少年。例如，有些电视节目充满了暴力、色情、犯罪等负能量的内容。如果青少年

在没有成人陪伴的情况下看了这些电视节目，可能会有样学样，最后误入歧路，走

上违法的道路。

四、你可以谈谈你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吗？

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爸爸去哪儿》，这是中国近几年最流行的真人秀节目之

一。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让名人爸爸体验如何自己照顾孩子，陪孩子一起吃喝玩乐。

这个节目很有创意，而且内容也非常搞笑、有趣，所以这个节目在中国很受欢迎。

就我个人而言，这个节目给我带来了很多收获。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照顾和

教育子女不仅仅是妈妈的责任，爸爸也应该参与这项有意义的事情。这个节目让我

明白了照顾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更加明白父母对我的付出和爱。

五、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看电视，而喜欢打电脑游戏，请问你如何看待打电脑游戏这项娱乐 
活动？

不可否认，打电脑游戏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好处。

第一，有助于减压，在玩网游时会暂时忘记烦恼。

第二，可以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很多网游都是需要组建一个团队逐步升级的。

第三，可以培养思考和反应能力，因为打电脑游戏需要多动脑筋。

但是电脑游戏的坏处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流行语所说 ：“网游猛于虎也。”

第一，很多人沉迷于网游，导致学业荒废，工作不努力。

第二，对身心健康造成了伤害。有些人因为打电脑游戏经常开夜车，这样肯定

会对视力造成伤害，身体的抵抗力也会下降，变得体弱多病。在心理方面，这样的

人也会变得消极。

第三，有些网游会导致青少年有暴力倾向，从而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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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综合讨论问题库 

一、在你的国家，有哪些传统的娱乐活动？

1. 运动类 ：划龙舟、荡秋千、打太极拳等。

2. 文化类 ：下象棋、下围棋、写书法、画国画等。

3. 歌舞类 ：拉二胡，吹笛子，跳民族舞蹈、广场舞等。

二、青少年喜爱的娱乐活动有哪些？

1. 影视类 ：看电视、电影、演唱会等。

2. 网络类 ：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

3. 运动类 ：踢足球、打篮球、游泳、骑马等。

4. 兴趣类 ：俱乐部、摄影、手工、乐器等。

三、请介绍一项你最喜爱的娱乐活动。

1. 我最喜爱的娱乐活动是玩桌游（Board games)。

2. 玩桌游的好处 ：增长知识、提高思维能力等。

3. 桌游是一种很好的互动游戏，可以提高沟通能力。

4. 桌游有清楚的游戏规则，有输赢，符合年轻人喜欢挑战的心理。

四、一些家长认为学习是最重要的，因此禁止孩子参加娱乐活动。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1. 孩子学习压力大，需要放松身心。

2. 帮助孩子选择适当的娱乐项目，陪孩子一起娱乐。

3. 和孩子商量好，控制娱乐的时间。

4. 要有学习和娱乐的平衡。

5. 娱乐活动可以培养孩子其他方面的能力。

6. 参加娱乐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五、你如何看待青少年的追星现象？

1. 不能盲目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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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学习偶像内在的品质，不能只学外表。

3. 合理安排时间，不要过度浪费时间和金钱追星。

六、一些青少年沉迷于娱乐活动/网络游戏/电视剧，你对他们有哪些建议？

1. 合理安排时间，做时间安排表。

2. 先把功课做完，再做其他活动。

3. 做到劳逸结合。

4. 向父母和专业辅导员寻求帮助。

七、在一些华人地区，打麻将是一种常见的娱乐活动。请你谈谈打麻将的利弊。

好处 ：

1. 打发时间，扩大社交圈。

2. 需要动脑筋，可防止老年痴呆。

坏处 ：

1. 缺少运动，容易变胖，对颈椎不好。

2. 导致睡眠不足，有些人熬夜打麻将，大脑长期处于兴奋状态，不利于休息。

3. 边打麻将边抽烟，对肺不好。

4. 输了之后心情不好，容易发脾气。

5. 噪音很大，打扰邻居，影响邻里关系。

八、现在很多中国人喜欢跟亲朋好友一起去KTV唱歌，你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娱乐活动吗？

是的。

1. 唱歌可以释放压力，发泄情绪。

2. 增进与家人或朋友的感情，扩大社交圈。

3. 可以边唱歌边和朋友谈心。

4. 但有些人经常唱歌到深夜，边唱歌边喝酒，对健康不利。

九、现在中国有些年轻人热衷于极限运动，这是为什么？

1. 极限运动看起来非常酷。

2. 做极限运动时可以感到非常兴奋、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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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轻人喜欢新鲜的事物，喜欢挑战自己。

4. 受朋友们的影响。

十、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看在线视频而不是电视？

1. 选择多，内容丰富，很多都是免费的。

2. 不需要等待节目播放的时间。

3. 大多数的电子产品体型小，方便携带，随时随地可以观看。

4. 有很多网友自己拍摄的短片，既贴近网友的生活，又搞笑。

十一、有人认为娱乐活动是浪费时间，你同意吗？

不同意，原因如下 ：

1. 娱乐让人从工作中抽离出来，放空自己。

2. 娱乐是一种减压的方法。

3. 娱乐有助于自己的心理健康。

4. 娱乐能让我们培养一种新的爱好。

5. 娱乐可以提高人们工作效率。

6. 娱乐可以让我们认识更多朋友。

十二、在参与娱乐活动的同时，人们还可以学到什么？

1. 增强自信心。

2.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3. 扩大社交圈，增强人际关系。

4. 挑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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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修炼

一、词汇句式联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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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时口语呈现（3—4 分钟）

整体

概括

Overview

这 张 图 片 描 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

情景。

在图片中有 _____ 个人，我猜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 _________，我猜想这张照片应该是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拍摄的。

局部

描述

Details 

1. 图中，这几个人正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2. 他们的表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看到这张图，我猜想他们的心情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话题

延伸 Extension

延伸 1. 我自己去游乐场玩的经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延伸 2. 青少年应该如何平衡学习与娱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延伸 3. 如何选择积极向上的娱乐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概括

总结

Conclusion

总结观点 ：总而言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出希望 ：我个人希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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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修炼

一、词汇句式联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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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时口语呈现（3—4分钟）

整体概括

Overview

经过我仔细地观察，我认为这张图片描述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景。

在图片中有 __________________ 个人，我猜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图片的背景，我猜测这张图片应该是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拍摄的。

根据照片的光线，我判断这张照片应该是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拍摄的。

局部

描述

Details 

在照片中最吸引眼球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离镜头最近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猜想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离镜头较远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猜想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话题延伸 

Extension

看到这张照片，我不禁想起了我最爱看的一部电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的在线小视频非常流行。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电影院看电影和在线看电影各有利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概括总结

Conclusion

总结观点 ：总而言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出希望 ：我个人希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